
中 慧 云 启 科 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

关于做好 2021 年 12 月 Python 程序开发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试点院校和考核站点：

根据 2021 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工作安排，中慧云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：中慧云启科技集团）定于 2021 年 12 月实施 Python 程序开发职业

技能等级证书考核。为切实做好考核工作，确保报名、考场编排、考试实施等各

项工作顺利开展，现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级别 科目 日期 时间 考核方式

初级

理论考试 2021年 12月 18日

（星期六）

9：00-10：30

机考

实操考试 14：00—16：30

中级

理论考试 2021年 12月 19日

（星期日）

9：00-10：30

实操考试 14：00—16：30

高级

理论考试 2021年 12月 20日

（星期一）

9：00-10：30

实操考试 14：00—16：30

二、考试报名

在对照《Python 程序开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》完成相关教学任务的前提下，



鼓励各试点院校具备相应技能等级水平的学生自愿报名参加考核。

各试点院校须填写附件 2（教育部 1+X 备案表），将其通过电子邮箱的方式

发送至 sales@zhonghui.vip，并联系各省考核站点业务联系人签订协议完成考

核站点申报，申报时间为：2021 年 10 月 20 日-11 月 20 日，审核通过后方可组

织考试。

各考核站点组织本校学生统一报名。各考核站点在 1+X 平台上根据报名人数

与考场实际情况，完成考场编排。已报名考生登录 1+X 平台打印准考证。安排如

下：

级别 报名时间 编排考场时间 打印准考证时间

初级

2021 年 10 月 20 日至

2021 年 11 月 20 日

12月 1日-12月 15日

12月 16 日-12月 18 日

中级 12月 16 日-12月 19 日

高级 12月 16 日-12月 20 日

三、考试费用

各考核站点根据考试报名人数，按考核站点协议约定的标准与方式，于打印

准证前缴纳考试费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考核站点要高度重视考试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在报名管

理、考务管理、考试实施、答卷回收等工作中周密部署、认真组织、规范管理，

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在考试组织实施过程中，要严格遵守当地有关疫情防控

工作要求，把保障广大考生健康安全放在首位。各考核站点请于 11 月 30 日前填

报考核站点考务负责人联系方式。

（二）做好技术准备



各考核站点应提前安排考核站点技术负责人、各考场技术负责人，及时扫码

填报考核站点技术负责人联系方式。中慧云启科技集团将在考试前以在线形式组

织考务员（专业负责人，教务负责人等）培训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各考核站点

与考场技术负责人应提前熟悉考试环境部署、考试系统操作要求，在考试前完成

考试系统安装、调试工作，确保考试顺利实施。

（三）规范操作流程

各考核站点应按照《Python 程序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务工作手册（2021

年 10 月版）》（见附件）有关要求考核工作流程，认真遴选考试工作人员，并

做好考前工作人员业务培训，同时规范考场设置，加强考试监督，严查作弊行为，

对违纪违规人员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考核站点 QQ 工作咨询群：594707089

（一）考务工作

陈海燕 （028-85964700 15196102513）

张晋静 （18583932660）

（二）考试系统技术工作

张全伟 （15921571656）

侯仕平 （18382082006）

黄 超 （15928431762）

（三）各省考核站点业务联系人



省份 负责人 联系方式

四川、山西、甘肃 雷 鹏
15397640352

leipeng@zhonghui.vip

重庆、陕西 杨德明
13551324832

yangdeming@zhonghui.vip

贵州、云南 宋 菊
15397642175

songju@zhonghui.vip

湖南 李 雯
15386416485

liwen@zhonghui.vip

广西 陈 溆
17780496349

chenxu@zhonghui.vip

安徽 项露琪
18268819525

xiangluqi@zhonghui.vip

浙江、福建 赵 江
15267035902

zhaojiang@zhonghui.vip

江苏、上海 丁熙丽
18268809626

dingxili@zhonghui.vip

山东 贾昕旸
17305315567

jiaxinyang@zhonghui.vip

河南 张孙慧
15966325037

zhangsunhui@zhonghui.vip

北京、河北、天津 蓝海鹏
17858620886

lanhaipeng@zhonghui.vip

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内蒙古 郁晓东
18654936008

yuxiaodong@zhonghui.vip

西藏、新疆、宁夏 黄 超
15928431762

huangchao@zhonghui.vip

江西、湖北 梁 眉
15386417485

liangmei@zhonghui.vip

广 东

林 贺
18620586370

linhe@zhonghui.vip

王吉庆
17780592401

wangjiqing@zhonghui.vip

海 南 林 贺
18620586370

linhe@zhonghui.vip

（四）考核站点联系人填报方式

网页填报链接：https://docs.qq.com/sheet/DV05Ib0RFT0FXcWxT?tab=BB08J2

二维码：



附件 1：Python 程序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务工作手册（2021 年 10 月版）

附件 2：教育部 1+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Python 程序开发职业技能证书考核站点

备案表（2021 年）

中慧云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

2021 年 10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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